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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 八定 九地 詮                   釋 
五趣雜居地 欲界無定，非昏即散 欲  界 
 又作未到定、未到地。於色界四禪定中，

即將得初禪定之前所修行定，因取其尚未

至根本定之義，故稱未至定。 
離生喜樂地(初
禪) 

除滅欲界(心)愛(身)，不善等心，有覺（尋
1）有觀（伺2），離欲界而生之喜樂。 

定生喜樂定(二
禪) 

滅有覺觀（尋、伺），內信一心，無覺無觀

（尋、伺），有自定中而生之喜樂。 

 
凡 
 
夫 
 
定 

離喜妙樂地(三
禪) 
 

捨離喜心，已離二禪天粗動之喜受，而心

悅安靜住於勝妙之樂受。 

 
 
色界 
 
 
 

 
 
四 

 
 

禪 

 捨念清淨地(四
禪) 

先捨憂喜，離諸苦樂，出入息寂，極善清

淨。三災不到。3 
空無邊處定 行者厭患色籠如牢如獄，心欲出離之，捨

色想而無緣無邊之虛空心，與空無邊相

應，故名。/思維四禪，以為念色身苦，滅

一切色相，除有對之相，觀無量無邊之空，

入無邊處，如鳥出瓶。 
識無邊處定 行者更厭前外之空，捨其虛空，緣內識為

心識無邊之解，心識無邊相應，故名。/以
識緣空，超出空無邊處，而入無邊識，住

識無邊處。 

無色界  
 
 
四 
 
 
 
 
空 

  
外 
 
 
 
道 
 
 
 
定 
 

無所有處定 行者更厭其識，而觀心識無所有，心與無

所有相應，故名。/若識久緣則散，故觀識

                                                 
1 尋，為俱舍七十五法之一，唯識百法之一。舊譯作覺。為尋求推度之意。即對事理之粗略思考作用。

俱舍論卷四：「心之麤性名尋。」成唯識論卷七：「尋謂尋求，令心忽遽，於意言境，麤轉為性。」此

心所於欲界及初禪現起，中間定及二禪以上則無，通於定、散及無漏，攝於不定地法。 
2 伺，細的思惟作用稱為伺，反之，粗的思惟作用則稱為尋。又瑜伽師地論卷五論尋伺、分別（思惟量

度之意，為心心所之自性作用，亦為心心所之異名）二者之差異，謂分別之義廣，尋伺則為其中之

部分而已。就尋、伺二法相應之有無，可分為四品，即：有尋有伺、無伺唯尋、無尋唯伺、無尋無 
3 《法苑珠林》卷 1：「彼初禪內有覺觀火擾亂故；外為火災燒。第二禪內喜水擾亂故，外為水災所漂。

第三禪內有出入息風擾亂故，外為風災所壞。問：第四禪未曾有擾亂者，何得不常？。答：剎那無常

所壞故，第四禪地不定相續。隨彼天生宮殿俱起，若天命終彼亦俱沒耳。」(CBETA, T53, no. 2122, p. 275, 
c19-25) 《大般涅槃經》卷 12〈7 聖行品〉：「初禪過患內有覺觀外有火災。二禪過患內有歡喜外有水災。

三禪過患內有喘息外有風災。善男子。彼第四禪內外過患一切俱無。是故諸災不能及之。善男子。菩

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安住大乘大般涅槃。內外過患一切皆盡。是故死生不能及之。」(CBETA, T12, no. 374, 
p. 437, 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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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厭，如病如癰，破除識相，心繫無所有

處。 
   

非想非非想處定 前之識處是「有想」，無所有處是「無想」。

至此捨前之有想故名「非想」。捨前之無

想，故名「非非想」/又無粗想，故名「非

想」；非無細想，故名「非非想」。行者於

此如醉如眠，泯然寂絕。/此中有想，微細

難覺，故謂之「非有想」，以有想故非無想，

故名「非想非非想」。 
有明勝想故，異「滅盡定」。非無想故，不

同「無想定」，此四空定，總以厭離四禪色

相故，名無色界。 
備 
註 

「三界」： 
<一>指眾生所居之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乃迷妄之有情在生滅變化中流

轉，依其境界所分之三階級；係迷於生死輪迴等生存界（即有）之分類，

故稱作三有生死，或單稱三有。又三界迷苦之領域如大海之無邊際，故又

稱苦界、苦海。(一)欲界，即具有婬欲、情欲、色欲、食欲等有情所居之世

界。上自第六他化自在天，中包括人界之四大洲，下至無間地獄等二十處；

因男女參居，多諸染欲，故稱欲界。(二)色界，色為變礙之義或示現之義，

乃遠離欲界婬、食二欲而仍具有清淨色質等有情所居之世界。此界在欲界

之上，無有欲染，亦無女形，其眾生皆由化生；其宮殿高大，係由色之化

生，一切均殊妙精好。以其尚有色質，故稱色界。此界依禪定之深淺粗妙

而分四級，從初禪梵天，終至阿迦膩吒天，凡有十八天。(三)無色界（梵 
r pya-dh tu），唯有受、想、行、識四心而無物質之有情所住之世界。

此界無一物質之物，亦無身體、宮殿、國土，唯以心識住於深妙之禪定，

故稱無色界。此界在色界之上，共有四天（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

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又稱四無色、四空處。 
 
「色界」：乃有淨妙之色質的器世界及其眾生之總稱，位於「欲界」上方，

乃天人之住處。此界之眾生雖離淫欲，不著穢惡之色法，然尚為清淨

微細之色法所繫縛，故為別於其下之欲界及其上之無色界，而稱色界。

此界之天眾無男女之別，其衣係自然而至，而以光明為食物及語言。

此界又依所入定之淺深次第而分四地（即四禪天、四靜慮處）。 
「色界諸天」：此梵即大，故名大梵。大梵所有、所化、所領，故名梵眾。

於大梵前，行列侍衛，故名梵輔。自地天內光明最小，故名少光。光

明轉勝，量難測故，名無量光。淨光遍照自地處故，名極光淨。意地

受樂，說名為淨，於自地中此淨最劣，故名少淨。此淨轉增，量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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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無量淨。此淨周普，故名遍淨。 
「無色界」：謂此界有情之生存，固無色法、場所，從而無空間高下之別，

然由果報之勝劣差別。 
「未至定」：色界之四禪定與無色界之四無色定，每一禪定之自體皆稱為根

本定，每一根本定之前有準備階段之近分定，故自斷欲界之修惑所發之禪

定（初禪之根本定），乃至斷無所有處之修惑所得之禪定（非想處之根本

定），共有八根本定，又由伏滅欲界煩惱而發得近似初禪根本定之禪定（初

禪之近分定），乃至伏滅無所有處煩惱而發得近似非想處根本定之禪定（非

想處之近分定），共有八近分定。然在八根本定與八近分定中，唯有初禪之

近分定與其他近分定有相異之處，故立別名，特稱為未至定。 
「禪那」：意譯作靜慮，即由寂靜，善能審慮，而如實了知之意，故四禪又

稱四靜慮、四定靜慮。此四禪之體為「心一境性」，其用為「能審慮」，特

點為已離欲界之感受，而與色界之觀想、感受相應。或謂自修證過程而言，

前三禪乃方便之階梯，僅第四禪為真實之禪（真禪：指四禪天於內則不壞

覺觀之定心，於外則其器界（自然世界）不為三災所破壞。）。 
四禪能攝尋、伺，喜、樂等諸靜慮支，為止（定）與觀（慧）並行者；以

其最能審慮，故其義最勝。初禪雖已離欲界之惡不善法，而感受到脫離欲

界之喜、樂，但仍有尋、伺的粗細分別之心理活動，尚須加以對治；至二

禪時，尋、伺已斷滅，由此所得之喜、樂，乃對此禪定自身之感受，故稱

定生喜樂；三禪捨去二禪之喜、樂，住於非苦非樂之「行捨」境地，以正

念、正知繼續修習而產生離喜妙樂；四禪捨三禪之妙樂，稱為捨清淨，唯

念修養功德，稱為念清淨，由此得非苦非樂之感受。上述一切之活動及感

受，均於心一境性之禪定狀態中進行，故稱之為「自性支」。 
上記四種靜慮，以其自體而言，乃發起四無量心4、八解脫5、八勝處6、十

                                                 
4即佛菩薩為普度無量眾生具有之四種精神。(一)慈無量緣心：無量眾生，思惟令彼等得樂之法。(二)

悲無量心：緣無量眾生，思惟令離苦之法。(三)喜無量心：思惟無量眾生能離苦得樂，於內心深感喜悅。

(四)捨無量心：思惟無量眾生一切平等，無有怨親之別。四無量對治四障之說，即以慈無量對治瞋，悲

無量對治害，喜無量對治不欣慰，捨無量對治欲界之貪瞋。 
5謂依八種定力而捨卻對色與無色之貪欲。八者即：(一)內有色相觀諸色解脫：為除內心之色想，於外

諸色修不淨觀—位在初禪。(二)內無色相觀外色解脫：內心之色想雖已除盡，但因欲界貪欲難斷，故觀

外不淨之相，令生厭惡以求斷除—位在二禪。(三)淨背捨身作證：己棄外色不淨，但於定中練習八色光

明、淨如寶色、樂漸增長遍全身怡悅—位在四禪。(四)虛空處：盡滅一切色想、一心緣空與空相應。不

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具足住解脫，盡滅有對之色想，修空無邊處之行相而成就之。(五)識無邊

處：捨虛空處、超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具足住解脫，棄捨空無邊心，修識無邊之相而成

就之。。(六)無所有處：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具足住解脫，棄捨識無邊心，修無所有之

相而成就之。(七)非有想非無想：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解脫，棄捨無所有心，無有明

勝想，住非無想之相並成就之。以上四者位在「四空」。(八)滅受想：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想受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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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處7等諸功德之所依，故各皆稱為根本定；對此而言，其加行（即入門前

之準備階段）稱為近分定。然初禪之近分定亦稱為未至定，故四禪有一未

至定、三近分定及四根本定。初禪之根本定仍有尋、伺之作用，故稱有尋

有伺定。初禪之根本定與第二禪之近分定中間有中間定，稱為無尋唯伺定

（無尋而僅存伺）。第二禪之近分定以上則總稱無尋無伺定。至於入第四禪

時，因已脫離八災患（即尋、伺、苦、樂、憂、喜、出息、入息等八種能

動亂禪定之災患），故稱第四禪為不動定。相對於此，四禪以下則稱有動定。

佛陀亦以禪定為最主要之行法，而於成道及涅槃之際，皆依四禪法而成之。

 
「四禪」：（一）初禪天，此處已不食人間煙火，故無鼻、舌二識，但有眼、

耳、身、意四識生起之喜、樂二受和尋伺思惟能力。(二)第二禪天，更無眼、

耳、身三識，亦無尋、伺思惟，唯有意識及喜受、捨受（非苦非樂之感受）

相應。(三)第三禪天，唯有意識活動，與樂受、捨受相應。(四)第四禪天，

唯有與捨受相應之意識活動。前三禪天各有三天，第四禪天則有八天，合

為色界十七天。又狹義之四禪天僅指第四禪天，包含無雲、福生、廣果、

無煩、無熱、善現、善見、色究竟等八天。 
「捨念清淨」：新譯作第四靜慮。為四禪之第四。此禪定具有捨清淨、念清

淨、不苦不樂受、心一境性等四支。於此禪定，離脫第三禪定之妙樂，故

稱「捨清淨」；僅憶念修養功德，故稱「念清淨」；由此之故，住於不苦不

樂之感受中。又於此禪定中，可對治出入息、第三禪定之貪、樂作意、定

                                                                                                                                                       
作證具足住解脫，厭捨受想等，入滅一切心心所法之滅盡定。修此背捨觀時，發無漏慧智，斷三界見

思惑盡，證羅漢果時，則轉名為八解脫。 
6即觀欲界之色處（色與相），制伏之而去除貪心之八階段。勝處，謂制勝煩惱之所依處。即：(一)內有

色想觀外色少勝處，即內心有色想，以觀道未增長，若觀多色，恐難攝持，故觀少色；為除內心之色

想，藉觀色處之少分，制之而滅欲貪。(二)內有色想觀外色多勝處，即觀道漸熟，多觀外色亦無妨，諦

觀一死屍乃至十百千萬等死屍，進而戰勝色處之多分。(三)內無色想觀外色少勝處，即觀道漸為勝妙，

內心已不存色想，更觀色處之少分而制勝。(四)內無色想觀外色多勝處，即更同樣制勝色處之多分。(五)

內無色想觀外色青勝處。(六)內無色想觀外色黃勝處。(七)內無色想觀外色赤勝處。(八)內無色想觀外

色白勝處。以上(五)、(六)、(七)、(八)係內心已無色想，更觀外色青黃赤白，並制勝之，以對治欲貪。

此八者皆以無貪善根為自性，前四者均依初禪與第二禪，後四者均依第四禪，不依第三禪，因三禪天

樂多心鈍。 
又八勝處與八解脫之關係：「八中初二如初解脫，次二如第二解脫，後四如第三解脫。若爾八勝處何殊

三解脫？前修解脫唯能棄背，後修勝處能制所緣，隨所樂觀惑終不起。」即修解脫於其所緣唯能次第

棄背，至捨貪心為止，並未得自在，故更修八勝處，能制所緣，令煩惱終不起，乃是制伏對境得自在。 
7即依勝解作意，觀色等十法各周遍一切處無間隙。十法即：地、水、火、風、青、黃、赤、白、空、

識，觀其周遍一切處，故稱地遍處乃至識遍處等。此觀法為行者修八解脫、八勝處後，於色等得淨相，

於所觀之中轉變自在，然仍未周遍，故更修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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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劣性等五種修道之障難。修習此禪定，可得生於第四禪天之果報，此天

屬色界四禪天之最高處。其中有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現、

善見、色究竟等八天，即：(一)無雲天，此天位於雲層密合處之上，故自此

天開始，雲地輕薄，猶如星散。(二)福生天，具有凡夫之勝福，方得往生此

天。(三)廣果天，於色界諸天中，此天乃凡夫所往生最為殊勝之處。 
 
五不還天：(四)無煩天：於此天中，無有繁雜紛亂之事物或現象。此天苦樂

兩滅，心境不交，則無一切煩雜。又以此天天眾不求趣入無色界之故，或

名無求，又稱為無求天。(五)無熱天，此天之人已能伏除上中品之障，意樂

調柔，離諸熱惱，故稱無熱。(六)善現天：此天以妙精明見現前，陶鑄一切

像而空無障礙。此天之人已得雜修善品之定，以果德彰現之故，稱為善現。

(七)善見天：此天由定慧之中，見十方世界圓遍澄凝，更無塵象及一切塵垢。

此天之人已離修定之障，至微細之餘品中，凡有所見，皆極清澈，故稱善

見。(八)色究竟天：此天究盡諸色幾微之處，為色界天最勝之處。此天已到

眾苦所依身之最後邊，亦即有色天中之最後。 
據楞嚴經卷九載，上述五天皆橫列在第四禪天中，然彼四禪天僅能聞此五

天之名，而不能知見；如世間聖地道場中，多有羅漢所居，而人不能知見。

以上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為「五淨居天」又名

「五不還天」。離欲諸聖，以聖道水，濯煩惱垢，故名為淨，淨身所止，故

名淨居；或住於此，窮生死邊，如還債盡，故名為淨，淨者所住，故名淨

居；或此天中，純聖所止，故名淨居。過此天則為無色界。 
 1.「有尋有伺地」：尋，尋求推度，即粗率的思維作用；伺，伺察思惟，即

精細的思維作用。與尋（覺）、伺（觀）二心所相應之定，即為有尋有

伺三摩地。為初禪定及未至定所攝。 
2.「無尋唯伺地」：而在初靜慮及第二靜慮中間，此等之法唯與伺相應，故

為無尋唯伺。 
3.「無尋無伺地」：此外，法界中之非相應法及靜慮中間之伺法，皆為無尋

無伺。 
                         未至定(欲界定) 

有尋有伺地             初禪定 
無尋唯伺地             初禪、中間定（初禪與二禪之間） 

  無尋無伺地             二禪以上 
註「中間靜慮定」：修此定者能得大梵天之勝果，以於定中愛著其殊勝之德，

亦通於與有漏之善心相應之靜定、發得無漏智之無漏定。 
註：《法句譬喻經》卷 3〈23 安寧品〉：「佛言：「比丘！汝等所論不究苦義，天下之

苦莫過有身！飢渴寒熱、瞋恚驚怖、色欲怨禍皆由於身。夫身者眾苦之本，患禍之元，

勞心極慮憂畏萬端，三界蠕動更相殘賊，吾我縛著生死不息，皆由於身。欲離世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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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求寂滅，攝心守正怕然無想，可得泥洹，此為最樂。」8 
《法苑珠林》卷 5：「又法句喻經云：有四比丘坐於樹下，共相問言。一切世間何者

最苦？一人言：天下之苦無過婬慾。一人言：世間之苦無過飢渴。一人言：世間之苦

無過瞋恚。一人言：天下之苦莫過驚怖。共諍苦義紛紜不止。佛知其言，往到其所問

諸比丘，向論何事，即起作禮具白所論。佛言：比丘！汝等所論不究苦義，天下之苦

莫過有身。飢渴寒熱瞋恚驚怖，色欲怨禍，皆由於身。夫身者，眾苦之本，患禍之元。

勞心極慮憂畏萬端，三界蠕動更相殘害。吾我縛著生死不息，皆由身與。欲願離世苦

當求寂滅，攝心守正，泊然無想可得泥；此最為樂。故知未得聖智滅此三界之身？當

非苦耶！問曰：色界有身有苦可爾，無色無形苦受何生！答曰：彼報精微凡小不覩，

無其麁礙非無細色。廣論有無被（僅）在別章。故智度論云：上二界死時退時，生大

懊惱，甚於下界；譬如極處墮摧碎爛。又成實論云：苦樂隨身至於四禪，憂喜隨心至

於有頂。」9 
二十五有：生死輪迴之迷界計分為二十五種；由因必得果，因果不亡，故稱為有。即

二十五種三界有情異熟之果體，為：(一)地獄有，(二)畜生有，(三)餓鬼有，(四)阿修

羅有。地獄至阿修羅乃六趣中之四趣，各一有。(五)弗婆提有，(六)瞿耶尼有，(七)
鬱單越有，(八)閻浮提有。由(五)至(八)乃開人之四洲為四有。(九)四天處有，(十)三
十三天處有，(十一)炎摩天有，(十二)兜率天有，(十三)化樂天有，(十四)他化自在天

有，(十五)初禪有，(十六)大梵天有，(十七)二禪有，(十八)三禪有，(十九)四禪有，(廿)
無想有，(廿一)淨居阿那含有，(廿二)空處有，(廿三)識處有，(廿四)不用處有，(廿五)
非想非非想處有。天趣中，六欲天、四禪及四無色各一有；別開初禪之大梵，四禪之

無想、淨居，各為一有。總計欲界十四種，色界七種，無色界四種。破此二十五有者，

有二十五三昧。 
天，梵語，提婆。於諸趣中，最勝、最善、最妙、最高，故名。以自然光常照晝夜，

集諸樂受，少諸苦惱為天，於先世，中曾造三業妙行，故生天上。 
《法苑珠林》卷 3：「天具有十法：一飛來無限數，二飛去無限數，三去無礙，四來

無礙，五天身無有皮膚體筋脈血肉，六身無不淨大小便利，七身無疲極，八天女不產，

九天目不瞬，十身隨意。…起世經亦云：一切諸天有十別法：何等為十？一諸天行時

來去無邊，二諸天行時來去無礙，三諸天行時無有遲疾，四諸天行時足無蹤跡，五諸

天身力無患疲勞，六諸天之身有形無影，七一切諸天無大小便，八一切諸天無洟唾，

九諸天之身清淨微妙，無皮肉筋脈脂血髓骨。十諸天之身欲現長短青黃赤白大小麁

細。隨意悉能，並皆美妙端嚴殊絕，令人愛樂。一切諸天有此十種不可思議：又諸天

身充實洪滿，齒白方密，髮青齊整，柔軟潤澤，身有光明，及有神力，騰虛飛游眼視

無瞬，瓔珞自然衣無垢膩。…身光部第十四 
依智度論云：諸天業報生身光者：欲界諸天身常光明，以燈燭明珠等施及持戒禪定等

清淨故，身常光明不須日月所照。色界諸天行禪離欲，修習火三昧故，身常出妙光明

                                                 
8 (CBETA, T04, no. 211, p. 595, a19-25) 
9 (CBETA, T53, no. 2122, p. 302, a12-b2) 



 7

勝於日月及欲界果報光明離欲天。取要言之，是諸光明皆由心清淨故。得若論釋：佛

常光面各一丈，諸天光明大者雖無量由旬，於丈光邊蔽而不現。 
如來光： 
優婆夷淨行經云：如來有六種光明。何謂為六？一青光、二黃光、三赤光、四白光、

五紅光、六紫光。光色照明，是名如來六種光明。 
天光： 
又長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螢火之明不如燈燭之明，燈燭之明不如炬火，炬火之明

不如積火，積火之明不如四天王，四王宮殿衣服身光不如三十三天，乃至展轉色究竟

天光明不如自在天光明，自在天光明不如佛光明。從螢光明至佛光，合集爾所光明不

如苦諦集諦滅諦道諦光明，是故諸比丘欲求光明者，當求苦集滅道光明。 
大、小五衰相： 
《法苑珠林》卷 5：「新婆沙論云：諸天中將命終位，先有二種五衰相現。一小、二

大。云何名為小五衰相？一者諸天往來轉動，從嚴身具出五樂聲，善奏樂人所不能及，

將命終位此聲不起。有說：復出不如意聲。二者諸天身光赫奕晝夜相照，身無有影，

將命終時身光微昧。有說全滅身影便現。三者諸天膚體細滑入香池浴，纔出水時水不

著身，如蓮華葉，將命終位水便著身。四者諸天種種境界悉皆殊妙漂脫諸根，如旋火

輪不得暫住，將命終位專著一境，經於多時不能捨離。五者諸天身力強盛眼甞不瞬，

將命終時身力虛劣，眼便數瞬。云何為大五衰相？一者衣服先淨今穢。二者華冠先盛

今萎。三者兩腋忽然流汗。四者身體欻生臭氣。五者不樂安住本座。前五衰相現已或

可轉。時天帝釋以有五種小衰相現，不久當有大衰相現，心生怖畏作是念言，誰能救

我如是衰厄，後當歸依，便自了知。除佛世尊無能救護，尋詣佛所求哀請救，佛為說

法，便得見諦，令彼衰相一時皆滅。」10 
六欲天頌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註(第 1 卷-第 3 卷)》卷 1：「六他化自在天。謂假他所化五塵。

以成己樂。亦依空而居。或云即魔王天也。此上二天。欲念若動。但男女眼視而歇(偈
曰。四王忉利共相抱。夜摩執手兜率笑。化樂他化眼相視。此是六天真欲樂」11 
《四教儀備釋》卷 1：「四王化生之始如五歲兒乃至他化如十歲兒後利漸長」12諸天趣

頌 
六欲諸天現五衰，三禪猶患有風災，縱饒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歸去來。 
 
四禪定：<一>梵語 catvri dhynni，巴利語 cattri jhnni。又作四禪定、四靜慮。指用以

治惑、生諸功德之四種根本禪定。亦即指色界中之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

故又稱色界定。禪，禪那（梵 dhyna）之略稱；意譯作靜慮，即由寂靜，善能審慮，

                                                                                                                                                       
10 (CBETA, T53, no. 2122, p. 303, a2-21) 
11 (CBETA, X20, no. 367, p. 897, c3-6 // Z 1:34, p. 33, c12-15 // R34, p. 66, a12-15) 
12 (CBETA, X57, no. 977, p. 614, b19-21 // Z 2:7, p. 77, c13-15 // R102, p. 154, a13-15) 
 
13 (CBETA, T48, no. 2015, p. 399, a16-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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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實了知之意，故四禪又稱四靜慮、四定靜慮。此四禪之體為「心一境性」，其用

為「能審慮」，特點為已離欲界之感受，而與色界之觀想、感受相應。自初禪至第四

禪，心理活動逐次發展，形成不同之精神世界。或謂自修證過程而言，前三禪乃方便

之階梯，僅第四禪為真實之禪（真禪）。 
 四禪能攝尋、伺，喜、樂等諸靜慮支，為止（定）與觀（慧）並行者；以其最能審

慮，故其義最勝。蓋四禪之差別，乃由所攝靜慮不同而分為四種。據俱舍論卷二十八、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九等所舉，將四禪總分為三類、十八支（十八禪支）。三類，

即指對治支、利益支、自性支。十八支，則指初禪所攝之五支、二禪所攝之四支、三

禪所攝之五支、四禪所攝之四支。如下表所示。「對治支」所列者，指能用以對治（斷

除），及由對治所達到之心理活動或狀態；「利益支」，則係進入相應境界之主觀感受。

如初禪雖已離欲界之惡不善法，而感受到脫離欲界之喜、樂，但仍有尋、伺的粗細分

別之心理活動，尚須加以對治；至二禪時，尋、伺已斷滅，形成信根，稱為內等淨，

由此所得之喜、樂，乃對此禪定自身之感受，故稱定生喜樂；三禪捨去二禪之喜、樂，

住於非苦非樂之「行捨」境地，以正念、正知繼續修習而產生離喜妙樂；四禪捨三禪

之妙樂，稱為捨清淨，唯念修養功德，稱為念清淨，由此得非苦非樂之感受。上述一

切之活動及感受，均於心一境性之禪定狀態中進行，故稱之為「自性支」。 
 上記四種靜慮，以其自體而言，乃發起四無量心、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等諸功

德之所依，故各皆稱為根本定（梵 maula-samdhi）；對此而言，其加行（即入門前之

準備階段）稱為近分定（梵 smantaka-samdhi）。然初禪之近分定亦稱為未至定（梵 
angamya-samdhi），故四禪有一未至定、三近分定及四根本定。初禪之根本定仍有尋、

伺之作用，故稱有尋有伺定。初禪之根本定與第二禪之近分定中間有中間定，稱為無

尋唯伺定（無尋而僅存伺）。第二禪之近分定以上則總稱無尋無伺定。至於入第四禪

時，因已脫離八災患（即尋、伺、苦、樂、憂、喜、出息、入息等八種能動亂禪定之

災患），故稱第四禪為不動定。相對於此，四禪以下則稱有動定。 
 又色界之四禪天，乃修四禪者所生之處，此四禪稱為定靜慮；相對於此，彼諸天自

然而得之四禪，稱為生靜慮。 蓋禪定通見於印度宗教史中，為各時代重要修行法之

一。佛陀亦以禪定為最主要之行法，而於成道及涅槃之際，皆依四禪法而成之。又一

般亦將此四禪與四無色定合稱為四禪八定。〔雜阿含經卷十七、長阿含卷八眾集經、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佛本行集經卷二十二、顯揚聖教論卷二、卷十九、集異門足論

卷六、大毘婆沙論卷八十至卷八十六〕（參閱「四無色定」1772） 
 <二>依法界次第卷下之說，禪可分為世間禪與出世間禪兩種，出世間禪又有出世間

與出世間上上禪兩種之別，前者乃聲聞、緣覺二乘之人所修之禪，後者為菩薩所修之

禪。據法華經玄義卷四載，此二乘人所修之出世間禪可分為觀禪、練禪、薰禪、修禪

等四種階段，亦稱為四禪。 
觀練薰修：為觀禪、練禪、薰禪、修禪之總稱。禪（身心統一、平靜之狀態）有世間

禪、出世間禪與出世間上上禪等三種，其中出世間禪有觀、練、薰、修等四種階段之

禪。(一)觀禪，指明白觀照對象之禪，即觀不淨等境以破淫欲等念；如九想、八背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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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勝處、十一切處等。(二)練禪，指將觀禪境界再作進一步之鍛練淨化之禪，即以無

漏禪練諸有漏禪，猶如練金；如九次第定。(三)薰禪，指將前一境界更作進一步薰習

純熟，而開拓自在之境地，即能薰熟諸禪，悉皆通利，轉變自在；如獅子奮迅三昧。

(四)修禪，即將前面之境界再作進一步之修治，而增長其功德，即超入超出順逆自在

之禪；如超越三昧。修禪為出世間禪之最高境界，故亦稱頂禪。〔釋禪波羅蜜次第法

門卷十、法華玄義卷四上〕 
九次第定：梵語 navnup rva-samp attaya。意為次第無間所修之九種定。又稱無

間禪或鍊禪。指色界之四禪、無色界之四處及滅受想定等九種禪定。以不雜他心，依

次自一定入於他定，故稱次第定。分別為初禪次第定、二禪次第定、三禪次第定、四

禪次第定、空處次第定、識處次第定、無所有處次第定、非想非非想處次第定及滅受

想次第定等。深心智慧利之行者，自試其心，從初禪心起入二禪，不令異念得入，乃

至入滅受想定，止息一切心識，是達禪定之至極。如是異念無間雜，亦稱無間禪。又

以此禪鍊諸味禪，使之清淨，譬如鍊金，故稱鍊禪。〔大智度論卷二十一、卷八十一、

大乘義章卷十三、大明三藏法數卷三十四〕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1：「禪源諸詮集者，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

字句偈，集為一藏，以貽後代，故都題此名也。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中華翻為

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

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慧通稱為禪那。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

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談禪理

少談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

之音也。然亦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眾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

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

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

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

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是菩薩道之根本，是大眾諸佛子之根本)，萬行不出六波羅

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為神妙，

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德萬行。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

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 
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須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真性則不垢不淨，

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壓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

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

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

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

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

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摩未

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岳天台，令依三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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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摩所

傳者，頓同佛體，逈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

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暨乎法久

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眾。」13 
。 
 
定地與散定14 
 
---散地 --------------------------------------------------- 
                                未至定 
              ---    初靜慮---    根本定---------有尋有伺地 
         四                     中間定---------無尋有伺地 
         靜----      第二靜慮     近分定--- 
         慮                      根本定 
                    第三靜慮    近分定 
                                根本定 
              ---    第四靜慮    近分定 
---定地—---                      根本定 
(八等至)       ---    空無邊處    近分定 
          四                     根本定  ------無尋無伺地 
          無 ---      識無邊處    近分定 
          色                     根本定 
          定          無所有處   近分定 
                                 根本定 
               ---  非想非非想處  近分定 
                                 根本定--- 
 

                                                 
14 為「定地」之對稱。即指欲界。與之相對者，色界與無色界並稱為定地。於欲界得入禪定者，乃依

後天之努力，修色界、無色界之定心；然欲界之果報無有定心，故欲界中之六欲天、四大洲、地獄等

皆稱為散地。即欲界。色界與無色界之有情方有定心，有定心處稱為定地；欲界為散心之地，因欲界

有情無定心，故稱欲界散地。〔釋氏要覽卷中〕 


